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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能——智能环卫工比赛规则

1.比赛简介

智能环卫工是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综合技能类传统项目之

一。其活动对象为中小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代表队在现场自行拼装

机器人、编制机器人运行程序、调试和操作机器人。参赛的机器人是

程序控制的，可以在赛前公布的竞赛场地上，按照本规则进行比赛活

动。

在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设置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的目的

是提高我省青少年对此项目的理解，并加大推广力度，激发我省青少

年对机器人技术的兴趣，培养动手、动脑的能力。

2.比赛主题

本届竞赛主题是智慧城市。旨在促进青少年了解机器人技术在帮

助人类生活方面的作用，并使得同学们在探索机器人知识、技能的过

程中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我们将设计搭建具有智能识别垃圾的环

卫小车，以替代人工劳动，减轻环卫工的劳动压力。

3.比赛场地和环境

3.1 图1是比赛场地的示意图，图示线路与任务的位置只是示意。

线路仅限于直线与十字交叉，不会出现其他曲线。比赛开始前将会给

参赛队员发布赛题，给出场地上的任务模型的数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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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比赛场地示意图

图 2空白场地示意图

3.2 场地规格和要求

3.2.1 场地尺寸：比赛场地喷绘而成。长约 290cm，宽约 170cm，

轨迹线白色宽度 10cm，黑色主线宽度为 2cm 左右。

3.2.2 图中的比赛示意图，白底黑线是机器人运行的道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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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个白色环卫小屋是机器人的出发区，是机器人的起点。

3.2.3 比赛中代表垃圾的道具采用边长 3-4cm 的立方体模型，重

量不超过 20g，模型分 4 种颜色。

3.2.4 垃圾箱分四种颜色，在场地上固定位置。

3.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室内自然光源。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例如，一边靠窗，光线不均，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

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4.任务与规则

4.1.任务简述

两台机器人同时从停靠站内任意位置出发，沿着城市线路行进，

他们需要在生活区收集垃圾，搬运到对应的垃圾箱。

4.2 任务规则

4.2.1 参赛队员协商两台机器人的任务，编写程序来控制机器人，

如果有多个程序，可以在机器人回到环卫小屋时进行选择。

4.2.2 两台机器人必须从环卫小屋出发，听到裁判“3、2、1、

开始！”口令后，可以同时或者先后启动，出发前，机器人的投影不

能超出环卫小屋。

4.2.3 机器人一旦启动，机器人与地面的任意接触点未接触环卫

小屋白色区域之前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被触碰的机器人需拿回环卫

小屋重新启动，被携带的道具恢复到该机器人本次启动之前的状态，

计时不停。

4.2.4 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时不允许脱离黑色引导线，脱离黑线的

机器人需拿回停靠站重新启动，被移动的道具恢复到该机器人本次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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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前的状态，计时不停。

4.2.5 结束比赛的标准是机器人回到环卫小屋，机器人驱动轮与

环卫小屋白色区域接触并停止运行。

4.2.6 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

员应确认自己的得分，并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

4.2.7 垃圾搬运到垃圾箱上，不与场地接触，则认为收集成功，

途中掉落，需将被携带的垃圾放回初始位置，机器人回到环卫小屋重

新出发。垃圾搬运到垃圾箱，接触垃圾箱并接触场地，也算收集完成，

但是扣分。

4.2.8 机器人在运行时不能穿越建筑物，不能穿越垃圾箱，可以

穿越环卫小屋。

4.3 垃圾道具模型

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绿色代表可回收垃圾，黄色代表厨余垃圾，

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4.4 任务随机性

比赛地图上的建筑物、环卫小屋、垃圾可能放在任何位置，在比

赛开始前将会给参赛队员公布赛题。

4.5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队的两台机器人各只有一次启动程

序，并完成所有任务，可以获得流畅分。

4.5.组别设置

智能环卫工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

5. 机器人

本节提供设计和构建机器人的原则和要求。参赛前，所有机器人

必须通过检查。参加机器 人综合技能比赛的机器人机器人所用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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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竞赛组委会指定厂家的器材套件。只要有可能，也允许套材的

混合使用，每支参赛队必须且只能使用两台机器人上场参赛。

5.1 尺寸：机器人的投影不能超过 25cm 的正方形环卫小屋范围，

如图：

5.2 控制器：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

5.3 电机：每台机器人电机数量不超过 4 个，输入电压不超过 9V。

5.4 传感器：机器人可以使用图像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和颜色传

感器，禁止使用集成类传感器，如循迹卡、灰度卡等。禁止使用带危

险性传感器，如激光类传感器。

5.5 结构：机器人使用塑料积木搭建，但是上场检录时必须保持

原厂散件状态，不得有任何连接。

5.6 参加竞赛的机器人限用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指定的厂家

所生产的器材。

6.计分办法

6.1.将垃圾收集到垃圾箱计 10分；与地面接触计 5分，分类正

确计 10分，分类不正确计 5分。

6.2 每 1 台机器人回到环卫小屋并停止运行计 10分。计分标准

是，机器人驱动轮必须和环卫小屋白色区域接触并停止运动。

所有计分，均以比赛终止计时后，以机器人和道具静止状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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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6.3如果完成了规定的所有任务且比赛结束的时间不超过 150秒，

额外加记时间分。时间分为（150－结束比赛实际所用秒数）。

6.4 中学组如果比赛获得了满分，且没有任何机器人更换程序，

加计流畅分 30分。

6.5 传感器系数分：传感器数量将作为一个评分标准，机器人使

用 1个传感器完成比赛的计分乘以 2，使用 2个传感器完成比赛的计

分乘以 1.5，使用 3 个传感器完成比赛的计分乘以 1.3，使用 4个及

以上数量传感器的计分不变。机器人的系数按照两台机器人中传感器

数量最高的计算。

6.5 本次比赛每个参赛队共有两轮比赛，总成绩为两轮积分相加

之和。

6.6 如果比赛中出现不符合规则的机器人结构和传感器，比如非

指定厂商器材、集成类传感器和金属类积木，则比赛总成绩以三分之

一计算。

7.比赛过程

7.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7.1.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只能在准备区进行，不得带着电脑和机

器人随意移动。

7.1.2 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

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所有器材必须是散件，除控制器和电机可维

持出厂时的状态外，其它所有零件不得以焊接、铆接、粘接等方式组

成部件。所有参赛学生在准备区就座后，裁判员把场地图和比赛须知

发给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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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参赛学生不得使用相机等设备拍摄比赛场地，不得以任何

方式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

7.1.4 参赛学生在准备区有1小时的搭建机器人和编制程序的时

间。第一轮比赛开始前，各参赛队把机器人排列在准备区的指定位置，

上场前不得修改程序和硬件设备。

7.1.5 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准备区维修机器人和修

改控制程序，但不能打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7.2 赛前准备

7.2.1 准备上场时，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在引导员带领下进

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7.2.2 上场的2名参赛队员，需要随时跟随自己操控的机器人，

以防机器人冲出场地。

7.2.3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停靠站。机器人在地面的投影只

要不超出停靠站范围即可。

7.2.4 到场的参赛队员应抓紧时间（不超过20秒）做好启动前的

准备工作。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7.3启动

7.3.1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

的倒计时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的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

机器人，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

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7.3.2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

警告或处罚。

7.4 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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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未完成某项任务，参赛队

员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试。

7.4.2 裁判员同意重试后，裁判员根据申请重试前任务道具的状

态将未完成任务道具恢复初始状态或放回停靠站。重试时，队员将机

器人搬回环卫小屋，裁判员确认符合启动条件后重新启动。

7.4.3 每场比赛重试的次数不限，重试必须将机器人放在环卫小

屋，重试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

7.5 比赛结束

7.5.1 每轮比赛时间为150秒。

7.5.2 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

员示意，裁判员据此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

哨音。

7.5.3 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

电源外，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7.5.4 裁判员有义务将记分结果告知参赛队员。参赛队员有权纠

正裁判员记分中可能的错误，并应签字确认已经知晓自己的得分。如

有争议应提请裁判长仲裁，记分表由裁判员填写。

7.5.5 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并立即将自己的机器

人搬回准备区。

8.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8.1.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1分钟则判罚该队10分。如果2

分钟后仍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2．第1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参赛队员将机器人放回

到初使区，经裁判员再次确认已符合启动条件，发出倒计时启动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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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再次启动，计时重新开始。第2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3．机器人以高速冲撞场地设施导致损坏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

第2次损坏场地设施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4．比赛中，若裁判员判定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上的物品

或机器人，将被强制重试，机器人和道具全部恢复初始状态，计时不

停。

8.5.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家长

交流，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9.其他

9.1.按照参赛队有效成绩（大于0分）排名确定获奖等级，按照

20%获一等奖，25%获二等奖，30%获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

9.2关于比赛规则的任何修订，将由竞赛组委会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到比赛前如有疑义可向组委会咨询。

9.3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竞赛组委会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

9.4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比赛中，裁判长有最终裁

定权。他们的裁决是最终裁决。关于裁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领队向项

目总裁判长提出。组委会不接受教练员、学生或家长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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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环卫工比赛记分表

参赛队编号： 组别：

任务 第一轮 第二轮

收集成功 分类正确 收集成功 分类正确

黄色垃圾

绿色垃圾

灰色垃圾

红色垃圾

是否满分 是 / 否 是 / 否

时间分 150- 150-

流畅分 30/是， 0/否 30/是，0/否

传感器数量

机器人返回

总分 合计分 * 传感器系数

参赛队员签名：

裁判签名：


